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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高原浅水湖泊浮游植物群落结构与藻类水华风险分析
——以异龙湖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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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云南高原浅水湖泊具有水浅、营养丰富、辐射强等特点,浮游植物优势种全年为蓝藻,群落结构
具有特殊性,防范藻类水华发生是高原浅水湖泊生态治理的一个重要内容。本文以异龙湖为例进行分析,
对于云南高原浅水湖泊的浮游植物群落结构与藻类水华风险分析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 异龙湖；浮游植物群落；优势种；多样性
中图分类号：X52 文献标识码：A
异龙湖是云南省九大高原湖泊之一,
位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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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8 年异龙湖浮游植物密度变化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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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J—均匀度,H′—生物多样性
指数,S—样品中的种类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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